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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搅拌摩擦焊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型固态塑性连接方法 ,在航空航天

结构中铝合金件的焊接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。文中试验研究了航空航天结构件常用

的 LD10铝合金的搅拌摩擦焊技术。通过工艺试验 , 对其塑性连接时的焊缝成形 、焊缝

组织形态及接头的力学性能进行了分析。研究结果表明 ,用搅拌摩擦焊方法焊接板厚

6mm 的 LD10 铝合金 ,当规范参数合适时 ,可获得外观成形美观 、内部无缺陷 、几乎无变

形的平板对接接头。从显微组织角度 ,焊接接头可分为五个区域 ,即焊核 、热力影响区 、

热影响区 、轴肩变形区和探针挤压区 , 各区域的组织有明显的特征。接头的力学性能试

验表明 ,接头的抗拉强度可达母材的 87%,高于熔焊接头的强度 ,断裂位置大多位于热

影响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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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　序　　言

在航空航天结构件中使用高强度铝合金 ,可以

降低构件重量 ,提高构件的整体性能。许多高强度

铝合金构件采用数控加工方法由大块材料加工而

成 ,耗费了大量加工工时 、能源和原材料。例如 ,对

于航空领域某些典型的承力构件 ,其最终产品重量

只有原材料(坯料)重量的 5%,原材料的 95%完全

被加工掉 。机械连接增加了接头的复杂性和构件重

量 ,同时降低了接头密封性 、抗腐蚀性能 。采用焊接

的方法可以解决机械加工和机械连接时出现的问

题。但是 ,许多高强度铝合金不能用熔焊方法焊接 ,

即使某些合金可用熔焊方法连接 ,但工艺复杂 ,焊缝

容易出现各种类型的缺陷 ,热影响区还会出现软化 ,

使接头的力学性能下降
[ 1]
。例如 , 高强度铝合金

LD10用熔焊方法焊接时 ,接头效率仅为 50%,显著

降低了材料的使用效率[ 2] 。

搅拌摩擦焊(Friction Stir Welding ,简称 FSW)是

20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固态塑性连接方法 ,由

于焊接过程中焊缝金属不发生熔化 ,可以焊接熔焊

方法不能焊接的材料 。因此 ,自其问世以来 ,已受到

世界各工业化国家的重视 ,在航空 、航天 、船舶 、汽车

等行业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[ 3] 。文中针对航空航天

常用的 国 产 铝 合金 LD10(2014Al), 进 行 了

FSW工艺试验 ,对其塑性连接时的焊缝成形 、焊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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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形态及接头的力学性能进行了分析。

1　试验方法

试验选用厚度为 6 mm的 Al-Mg-Cu-Si系铝

合金 LD10。该材料的合金元素含量高 ,通常在人工

时效状态下使用 ,主要强化相为Mg2Si 、CuAl2等 ,强

度高 ,并具有优良的热塑性。表 1为化学成分和力

学性能 。
表 1　铝合金 LD10(CS)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

Table 1　Chamical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

properties of LD10 Al

Chamical composition(mass fraction , %) Mechanical properties

Cu Mg Si Mn σb/MPa δ(%)

3.9～ 4.8 0.4～ 0.8 0.6～ 1.2 0.4～ 1 410 8

FSW试验在自行设计制作的焊接设备上进行 ,

图 1为FSW工艺示意图 。焊接前 ,将两待焊板材放

在刚性底板(backing plate)上并压紧 ,将搅拌头的探

针插入待焊板材接缝内 ,保持探针顶端离底板有一

定距离(Pin Clearance),搅拌头的轴肩与板材的表面

接触并压入一定深度(pressing depth);焊接时搅拌头

顺时针旋转并沿待焊板材的接缝运动以完成焊接过

程 。焊接规范为搅拌头旋转速度 n=1 500 r/min ,搅

拌头沿焊缝方向的移动速度(即焊接速度)v =95 ～

235 mm/min , 焊 接 时 控 制 轴 肩 压 入 工 件

深度为 0.1 mm左右。焊后制取金相试样 , 用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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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溶液腐蚀 ,观察焊缝的宏观形态 ,用 Leica 图像分

析仪进行焊缝组织分析 ,并对接头进行力学性能测

试。

图 1　FSW工艺示意图

Fig.1　Process schematic diagram of FSW

2　试验结果及分析

2.1　焊缝成形

试验结果表明 , 在搅拌头设计合理 ,焊接工艺

规范选择合适的情况下 ,6 mm 的铝合金板材可单面

一次焊成 ,焊缝外观成形好 ,焊后板材几乎无变形 。

截取焊缝横截面检查焊缝内部 ,未发现孔洞 、裂纹等

缺陷。图 2 为腐蚀后接头横截面金相照片。可见

FSW焊缝截面形状类似于熔焊焊缝 ,上部较宽 ,下

部较窄 。事实上 ,FSW焊缝上表面宽度接近于搅拌

头轴肩的直径 ,下表面的宽度接近于探针直径 。通

常 ,研究者将 FSW 接头分成 3 个区域 , 即焊核

(Nugget)、热力影响区(Thermal Mechanical Affected

Zone ,简称 TMAZ)和热影响区(Heat Affected Zone ,简

称HAZ)[ 4] , 如图 2a 所示。根据焊接过程中搅拌

头与材料相互作用的特点及焊后接头的组织特点 ,

图 2　搅拌摩擦焊接头横截面形态

Fig.2　Cross section of FSW joint

文中将接头分为 5个区域 ,即焊核 、热力影响区 、热

影响区 、轴肩变形区(Shoulder Deformation Zone)和探

针挤压区(Pin Pressing Zone),如图 2b 所示 。其中轴

肩变形区是指焊核上方搅拌头直接作用的区域;探

针挤压区是指探针端部与底板之间的区域 ,这部分

金属未受搅拌头的搅拌作用 ,但在搅拌头的热作用

和压力作用下产生较大的塑性挤压变形。在规范参

数不合适的情况下 ,容易在焊核与探针挤压区之间

形成孔洞或隧道形缺陷 。

由试验观察可见 ,焊缝截面被腐蚀液腐蚀后 ,焊

核部分比母材明亮 ,焊核与热影响区之间的热力影

响区呈灰白色 ,经较长时间腐蚀后则成为褐色 ,并可

见明显的分界线 ,说明不同区域组织耐蚀性能不同。

其原因可能与焊接过程中各区域的组织转变有关。

根据文献[ 5]对时效强化铝合金 6063Al搅拌摩擦焊

接头各区的透射电镜分析表明 ,焊核区强化相粒子

在焊接过程中会溶于基体 ,并发生完全再结晶 ,且位

错密度很低;热力影响区的强化相粒子仅发生部分

重溶 、部分长大现象 ,且位错密度较高;在HAZ 区 ,

强化相粒子不发生重溶 ,仅发生聚集长大 。LD10内

的主要强化相(Mg2Si)与 6063Al的类似 ,因而认为在

LD10的接头内部 ,强化相会发生与 6063Al 相似的

过程 ,使得在焊核区难于被腐蚀 ,而在热力影响区和

热影响区则由于存在强化相和有较高的位错密度 ,

容易被腐蚀 。

从图 2a 还可以看出 ,焊核与热力影响区的分界

线在其左右两侧不同。左侧分界明显 , TMAZ 中的

塑性流动痕迹也很清晰 ,右侧分界则比较模糊。出

现这种现象可能与焊接过程中两侧金属的塑性流动

状态的差别有关。分析认为 ,搅拌摩擦焊时 ,若搅拌

头以足够高的速度顺时针方向旋转 ,使搅拌区及其

附近母材温度升高 ,若搅拌头经过的区域的金属处

于完全塑性状态 ,其两侧的金属根据离搅拌头距离

的远近而处于不同的塑性状态 ,它们都会随搅拌头

的旋转而塑性流动 ,塑性流动方向取决于与母材相

切处搅拌头的运动方向 。在左侧 ,即前进边(advanc-

ing side),母材塑性变形方向朝前 ,即与焊接方向一

致;在右侧 ,即返回边(retreating side),母材塑性变形

方向朝后 ,即与焊接方向相反;在焊缝内 ,由于搅拌

头旋转过程中产生的空腔作用 ,使搅拌区内左侧的

金属沿搅拌头的外表面逆时针地被挤压至搅拌头的

后方 ,而右侧的金属随搅拌头的外表面顺时针地流

向搅拌头的后方[ 6] ,如图 3 所示。因此 ,在前进边 ,

焊缝金属塑性流动方向与母材金属塑性流动方向相

反 ,使母材金属与焊缝金属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对变

形差;在返回边 ,焊缝金属塑性流动方向与母材金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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塑性流动方向一致 ,母材金属几乎平滑地与焊缝金

属一起变形 ,因而造成了图2a 左侧即前进边焊缝与

TMAZ 有明显的分界线 。

图 3　接头区金属塑性流动示意图

Fig.3　Schematic of plastic flow

of metal in joint

2.2　焊缝组织

图4为用 Leica 光学图像分析仪观察到的焊接

接头组织形态。其中图 4a为低倍下观察到的组织 ,

图4b ～ f为图 4a 中所标各点的放大像 。可见 ,接头

各区域的组织与母材原始组织相差很大 。值得注意

的是 ,在探针挤压区 ,可以看到朝两边伸展的椭圆形

或棒槌状区 ,如图 4a 中的 B处 ,仿佛是高粘性流体

在正压力作用下朝周边挤出的状态 。

图4b 、c、d为探针挤压区的显微组织 。其中 图

4b为棒槌状区域与 TMAZ 交界处的组织 ,图 4c为棒

槌状区域中心的显微组织 ,图 4d为探针正下方的显

微组织 。可见 ,在棒槌状区域与 TMAZ 的界面两侧 ,

晶粒尺寸相差很大。在棒槌状区域内 ,晶粒细小 ,呈

圆弧形带状排列;在 TMAZ 内 ,靠近界面处的晶粒呈

细小弧形带状分布 ,随离界面距离的增大 ,弧形带状

晶粒的宽度增大 ,离界面更远处 ,弧形带状特征不明

显 ,且晶粒尺寸远大于棒槌状区域内的晶粒尺寸 。

在棒槌状区域中心区 ,基本为细小的等轴晶粒 ,且更

明显地呈带状分布 ,各条带宽度相近 ,晶粒大小也没

有明显的差别 ,但可以看到各条带间有一条弧形细

线。在探针正下方为大小相近的细小的再结晶等轴

晶粒 ,表明此区也经历了很大的塑性变形。

图 4e 为焊核与 TMAZ 两区域的显微组织 。可

见该两区域有明显的分界线 。在 TMAZ 一侧 ,晶粒

沿界面方向被拉长 ,整个区域呈放射性的条状组织 。

表明该区域金属承受了较大的拉伸变形 。在焊缝一

侧 ,晶粒也呈带状分布 ,但与 TMAZ 的晶粒不同的

是 ,晶粒基本为等轴晶 ,是一种大变形金属再结晶组

织。在焊核中心部位 ,同样是细小的等轴晶粒 ,晶粒

尺寸比图 4d所示的晶粒尺寸略大 ,如图 4f所示。

图 4　搅拌摩擦焊接头的组织形态

Fig.4　Structure morphology of FSW joint

HAZ 为未受到挤压而仅受焊接热作用的部位。

观察发现其范围较窄 ,晶粒与母材相似 ,仅尺寸稍有

长大 。图 4g 为母材原始组织 ,是典型的轧制经淬火

加人工时效的组织 ,晶粒呈明显方向性的板条状 。

由以上观察可见 ,焊接接头各区域的组织显著

不同 ,焊缝晶粒为大变形再结晶细晶区 ,晶粒度远小

于母材晶粒 ,热力影响区的晶粒沿变形方向被显著

拉长。

2.3　搅拌摩擦焊接头的力学性能

表 2为其它规范参数相同的条件下 ,不同的焊

接速度焊接的 LD10铝合金接头的力学性能 。从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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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结果看 , 接头的抗拉强度已超过母材强度的

80%,并且随焊接速度增大 ,接头抗拉强度增大。接

头几乎都位于焊缝与母材的过渡区在剪切状态下断

裂 ,断口几乎与受力方向呈 45°,延伸率达到 5%。

观察断口宏观形态发现 ,断口呈浅灰色 ,仔细观察可

看到弧形的流线。与熔焊接头的性能相比 ,抗拉强

度大大提高 ,塑性几乎相等。
表 2　LD10 Al搅拌摩擦焊接头的力学性能

(n=1 500 r/min)

Table 2　Tensile properties of the joint of LD10 Al

No.
σb

/MPa

σb/σp

(%)

δ

(%)

δ/ δp

(%)

Traverse speed

v/(mm·min-1)

1 340 83 6.667 83 95

2 344 84 5.02 63 118

3 350 85 5.78 72 150

4 357 87 4.67 58 190

表2中 σp 、δp 指母材的拉伸强度和延伸率 , σb 、

δb指接头的拉伸强度和延伸率。

焊接接头硬度分布也说明了这一软化现象。图

5为搅拌摩擦焊接头处的显微硬度分布曲线。沿焊

缝截面硬度的分布呈高-底-较高-低-高的趋

势。即两侧母材最高 ,到热影响区和热力影响区 ,硬

度值降低 ,到焊缝中心的焊核处 ,硬度值又升高 ,但

最大值稍低于母材 ,硬度较低的区域为 HAZ 区。

图 5　搅拌摩擦焊接头处的显微硬度分布曲线

Fig.5　Micro-hardness profile for LD10 Al FSW joint

接头处硬度值的这种分布变化 ,可能与接头组

织中的沉淀强化相析出的情况有关。如前所述 ,

LD10铝合金的主要强化相为 Mg2Si ,通过时效强化

在铝基体析出一些细小的强化相Mg2Si ,其弥散分布

使金属得到强化。在热影响区和热力影响区 , 由

于温度的作用 , 可能使弥散分布的细小强化相

发生了丛聚 ,材料出现了过时效 ,使强度下降 ,硬度

降低 。在焊核处尽管强化相可能已全部溶解于基

体 ,但由于晶粒特别细小 ,所以强度还是有所提高。

以上结果表明 ,搅拌摩擦焊时 ,焊接接头的力学

性能与接头处的组织形态有关。焊接规范对其力学

性能也有影响 。单面焊时 ,其它规范参数相同的条

件下 ,焊接速度越快 ,HAZ 软化趋势越小 ,抗拉强度

越大。因此 ,在保证焊缝成型的条件下 ,小的焊接热

输入对接头的力学性能有利 。

3　结　　论

(1)用 FSW方法焊接 LD10铝合金 , 当焊接规

范合适时 ,焊缝成形美观 ,可得到几乎无变形的板材

对接接头。

(2)LD10铝合金 FSW接头根据组织特征可分

为焊核区 、热力影响区 、热影响区 、轴肩变形区和探

针挤压区 。焊核区为经历了动态再结晶的等轴晶 ,

热影响区为部分再结晶和过时效组织 ,使其硬度下

降 。焊核与母材的过渡区极窄。

(3)LD10铝合金的 FSW接头强度可达到母材

的 87%,大大优于熔焊接头的力学性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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